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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对奥氮平治疗后肥胖伴闭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性激素水平及月经
的影响

强　亮 1 、 陈方斌 1 、 仲爱芳 2 、 徐乐平 1

【摘要】目的　观察二甲双胍在奥氮平治疗后肥胖患者降重过程中，性激素的变化及闭经恢复情

况。方法　奥氮平治疗后肥胖伴闭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维持原奥氮平治疗方案不变；

对照组（n=32）仅予生活方式干预，二甲双胍组（n=31）尚予加用二甲双胍（1500mg/d），为期 6 月。

测定治疗前、治疗后性激素 5 项，包括催乳素（PRL）、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雌二

醇（E2）、睾酮（T），以及体质量指数（BMI），随访月经恢复情况。 结果　治疗后，二甲双胍组 LH 增

高（P< 0.05），PRL、T、BMI 下降（均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SH、E2 无显著变化（P> 0.05）；

对照组性激素 5 项、BMI 较治疗前无显著差异（均 P> 0.05）。治疗后，二甲双胍组 LH 高于对照组，

PRL、T、BMI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二甲双胍组月经恢复率（35.5％）高于

对照组的（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二甲双胍在降低奥氮平治疗后肥胖患者体

重同时，对部分性激素水平有影响，并可部分改善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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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formin on sex hormones and menstruation in schizophrenics with olanzapine- induced obesity and 
amenorrhea　　QIANG Liang，CHEN Fangbin，ZHONG Aifa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the PLA 102nd 
Hospital，Changzhou 213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sex hormones and clinic feature of amenorrhea in the course of 

metformin reducing olanzapine-induced weight gain. Methods　Schizophrenics with olanzapine-induced obesity and 

amenorrhea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metformin group （n=31）and the control group （n=32），receiving intrinsical 

olanzapine treatment and life-style intervention . Metformin（1500mg/d）was used as an addition in metformin group for 

6 months. Five sex hormones including prolactin （PRL），luteinizing hormone（LH），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

estradiol （E2），and testosterone（T）as well as body mass index（BMI）were detec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recovery of menses was followed 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rum levels of 

LH（P<0.05），significantly reduced PRL（P<0.05）or T（P<0.05）or BMI（P<0.05），and no significantly change 

of FSH，E2 （both P>0.05）were in metformin group at the end of study. Mean while，no significantly change level 

of five sex hormones （all P>0.05）and BMI （P>0.05）were observ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months treatment，

higher level of LH（P<0.05），and lower level of PRL （P<0.05）or T （P<0.05）or BMI （P<0.05）were in metformi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More menses-recovery patients in metformin group ，compared by the control 

group treat（35.5％ vs 3.1％，P<0.05）at the end of study. Conclusion　Metformin may be benefit not only in weight 

reducing ，but also in dysfunction of sex hormones and amenorrhea in olanzapine- treated schizophre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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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疗效显著、应用广泛，但也存在较多的

不良反应，可致体重增加、肥胖。闭经也不少见，

发生率约 20％ ［1］，患者可因此对药物治疗产生抵

触。闭经的发生，与药物导致的下丘脑 - 垂体 - 性

腺（hypothalamus-pituitary-gonada，HPG）轴功能紊

乱有关。其中，高催乳素（prolactin，PRL）血症是

主因［2］，并涉及其它性激素。在垂体水平，黄体生

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卵泡刺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的下降；在卵巢水平，涉

及雌二醇（estradiol，E2）、睾酮（testosterone，T）的

改变［3-4］。临床常采用二甲双胍减轻奥氮平所致肥胖

患者体重，早期研究有发现，二甲双胍在降重的同

时，可部分改善闭经［5］。但后续研究少，改善闭经

的机制也不明确。我们关注到，二甲双胍可影响多

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HPG 轴功能，改善患者多种性激

素异常，恢复月经。受此启发，我们对二甲双胍应

用于降重治疗过程中，性激素的变化及闭经的恢复

情况进行观察，报告于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科伦审

2014-08-12 号），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

本院精神科门诊患者。女性，18~45 岁；根据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诊断

为精神分裂症；精神症状稳定，阳性阴性症状量表

（PANSS）总分≤ 6O 分；单一奥氮平治疗时间≥ 6
月；奥氮平治疗后出现肥胖，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28 kg／m2；以及闭经，即停经≥ 6
月或停经≥ 3 个原有月经周期；获患者及监护人知情

同意。排除伴糖尿病、库欣综合征等内分泌疾病；入

组前 3 月内未使用过性激素类药物（如雌激素、避孕

药、甲氧氯普胺），共 70 例。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二甲双胍组、对照组，各

35 例。研究中，二甲双胍组 4 例、对照组 3 例，因

病情波动退出研究，数据未纳入分析。完成全部

随访、最后纳入分析者，二甲双胍组 31 例，年龄

（28.4±7.2）岁；病程（23.9±11.4）月；PANSS 总分

（34.4±5.7）分；奥氮平剂量（9.4±3.6）mg／d、治

疗时间（12.2±4．6）月。对照组 32 例，年龄（27.5
±6．2）岁；病程（24.9±8.9）月；PANSS 总分（39.2
±7.1）分；奥氮平剂量（8.9±3.4）mg／d、治疗时间

（13.9±5.3）月。经检验，两组以上各项无显著差异

（P> O.05）。

1.2　方法

1 .2 .1　 药 物 治 疗 　 维 持 原 奥 氮 平 （ 批 号：

H20052688）剂量不变；二甲双胍组加用二甲双胍

（批号：H44024853）250mg，每日 3 次，1 周后增至

500mg，每日 3 次，疗程 6 月；对照组不加用。2 组

患者均接受生活方式干预。

1.2. 2　观察指标　（1）治疗前后性激素 5 项测

定：抽取空腹静脉血 5ml，凝集后分离血清，-20℃

保存。由南京某医学检测中心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测定性激素 5 项，包括 PRL、LH、FSH、

E2、T；（2）治疗前后 BMI；（3）随访月经恢复情况。

1. 3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PSS13.0 进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Fisher’精确检验；计量资料采

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

内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治疗前后性激素及 BMI 的比较

组内比较示治疗后，二甲双胍组 LH 增高（配

对 t 检验，t = -3.689，P<0.05），PRL、T、BMI 下

降（配对 t 检验，分别 t =2.324、2.773、6.124，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SH、E2 较治疗前无

显著差异（P>0.05）；对照组性激素 5 项、BMI 较治

疗前无显著差异（均 P>0.05）。 

组间比较示治疗前，两组性激素 5 项、BMI 无

显著差异（均 P>0.05）；治疗后，二甲双胍组 LH 高

于对照组（t =2.120，P<0.05），PRL、T、BMI 低

于对照组（分别 t = -2.086、-2.203、-3.334，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性激素5项、BMI的比较（x±s）

二甲双胍组（n=31） 对照组（n=32）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PRL（ng/ml） 62.2±24.3 53.4±17.0*# 64.3±21.4  62.1±17.9

LH （mIU/ml） 2.8±1.2 3.6±1.2*# 3.0±1.1  3.1±1.1

FSH （mIU/ml） 4.1±1.9 4.2±1.4 4.2±1.6  4.3±1.3

E2 （pmol/L） 63.4±35.8 64.6±29.6 59.9±37.2  62.3±30.5

T（nmol/L） 0.61±0.29 0.52±0.23*# 0.64±0.33  0.67±0.30

BMI（kg/m2） 30.7±1.9 29.2±1.7*# 30.8±1.9  30.7±1.8

注：与对照组比较，经t检验，*P<0.05；与治疗前比较，经

配对t检验，﹟P<0.05

1. 2　两组月经恢复情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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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期间，二甲双胍组有 11 例患者于治疗后

12~22 周、平均（16.1±3.3）周时月经来潮；对照组

有 1 例患者于治疗后 18 周时月经来潮。二甲双胍组

月经恢复率为 35.5％，高于对照组的 3.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经 Fisher’精确检验，P<0.05）。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在降低奥氮平治疗后肥

胖伴闭经患者体质量指数的同时，对患者多种性激

素有影响，并可使部分患者闭经消失、月经恢复。

月经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性征及生殖功能的基础，受

HPG 轴分泌的性激素调控。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并分泌 FSH 和 LH，两者协

同促进卵泡的发育，并引起序贯性雌、孕激素刺激

和撤退，使子宫内膜产生周期性改变，出现规律的

月经。HPG 轴任一环节障碍，均可能导致月经失调、

闭经。研究发现，首发未用药的女性精神分裂症即

可有性激素的异常，PRL 及 T 增高，E2 降低［6］，而

奥氮平等抗精神病药可进一步加剧患者的性激素异

常［1，3］。

PRL 由垂体前叶细胞分泌，奥氮平阻断结节 -

漏斗多巴胺受体，抑制 PRL 释放的负反馈机制，导

致高 PRL 血症，其发生率约 35％［1］。当 PRL ＞ 6Ong

／ml 时、闭经常见［3］，而本研究两组患者 PRL 均值，

均高于 6Ong／ml，推断是发生闭经的重要原因。本

结果显示，二甲双胍患者在治疗后 PRL 水平显著降

低，并低于对照组。既往发现，抗精神病药所致高

PRL 血症患者在二甲双胍治疗 12 周后，PRL 平均下

降 17.69ng／ml［7］；一项纳入 4 项研究（n=325）的系

统评价发现，二甲双胍可降低抗精神病药治疗患者

PRL，改善闭经，其机制与二甲双胍改善患者内源

性多巴胺功能活性有关，本结果与之相符［8］。

促性腺激素 LH、FSH 与月经形成密切相关。本

结果显示治疗后，二甲双胍组患者 LH 水平显著增

高，并高于对照组。LH 刺激卵泡成熟、排卵并转变

为黄体，并与 FSH 共同促进雌激素分泌。LH 水平

降低，可使卵泡成熟障碍、黄体功能低下，出现闭

经。而随着 LH 水平的上调，药源性闭经患者可恢复

月经［9］。推测 LH 水平的增高，可能继发于二甲双胍

降低 PRL 的作用。高 PRL 可通过反馈机制，使下丘

脑促性腺释放激素的分泌下降，进而影响垂体 LH、

FSH 的分泌，以对 LH 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有发现，

抗精神病药导致闭经患者中、PRL 与 LH 负相关，而

FSH 可偏低或正常［10］。故随二甲双胍治疗后 PRL 的

下降，LH 可增高、而 FSH 的增加不显著。此外，早

年有动物模型发现，二甲双胍促进小鼠下丘脑促性

腺释放激素的释放，继而使垂体 LH 释放增加。

睾酮主要由肾上腺、少量由卵巢分泌，精神分

裂症患者睾酮高于正常人群［11］。睾酮增高可干扰卵

泡发育及性激素的反馈调节，出现卵泡闭锁、闭经。

本研究发现，二甲双胍组患者治疗后 BMI 下降，睾

酮水平也显著下降，与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的

观察结果一致［12］。有认为，二甲双胍通过降低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的活性，使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

功能下降，减少肾上腺睾酮的分泌；同时降低卵巢颗

粒细胞对 LH 的敏感性，使卵巢睾酮的合成降低［12］。

本研究终点时，二甲双胍组患者月经恢复情况

显著优于对照组，表明二甲双胍可有效地改善患者

闭经，与 Wu 等［5］结果一致。初步分析，闭经的恢复，

可能与二甲双胍对患者多种悟性激素的影响及作用

有关。提示在奥氮平治疗过程后同时出现肥胖与闭

经的患者，二甲双胍对此均有一定的治疗与改善作

用，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并一定程度影响了对性激素改变与月经恢复间的关

系的进一步考察，在后续研究中应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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